
管理人 收益率 持仓1 持仓2 持仓3 持仓4 持仓5 操作计划

刘金江 1 . 44% 西安饮食 银河磁体 快意电梯 圣农发展 天华超净 持股

陆孝忠 1 . 12% 海伦钢琴 皖天然气 汇嘉时代 神力股份 远兴能源 持股

陈震虹 0 . 43% 建设银行 苏垦农发 赣峰锂业 中国中铁 中国铁建 持股

牛文龙 0 . 00% 南京证券 中国石油 坤彩科技 成都银行 康美药业 持股

温光斌 -0 . 19% 腾信股份 深中华A 雅运股份 华大基因 北汽蓝谷 开盘价深中华A全部换成鞍重股份

郭润龙 -0 . 21% 华信新材 东方材料 菲林格尔 中源家居 登海种业 持股

李阳 -0 . 36% 亨通光电 北京城建 安信信托 富安娜 歌尔股份 持股

李磊 -0 . 66% 同方股份 罗牛山 青岛啤酒 寒锐钴业 华锋股份 持股

李存宏 -0 . 93% 中国铁建 重庆啤酒 协鑫集成 太钢不锈 美亚光电 持股

唐果 -1 . 28% 江中药业 联美控股 阳光电源 首钢股份 新希望 持股

邓凯文 -1 . 30% 中国软件 合兴包装 波导股份 惠天热电 通产丽星 持股

徐一浩 -1 . 45% 天广中茂 珠海港 招商银行 东方财富 新华都 持股

宋春胜 -1 . 51% 新安股份 汤臣倍健 华兰生物 沪电股份 鹏起科技 持股

张玉群 -1 . 55% 堪设股份 世联行 蒙草生态 江苏租赁 杭萧钢构 持股

冯国柱 -1 . 69% 福耀玻璃 保利地产 新希望 首钢股份 中设集团 持股

崔旭明 -1 . 71% 恒瑞医药 华兰生物 福耀玻璃 双汇发展 长春高新 持股

董世浩 -1 . 71% 大华股份 隆基股份 江中药业 皖新传媒 金螳螂 持股

梁世超 -1 . 73% 茂业商业 保利地产 伊利股份 皖新传媒 贵州茅台 持股

开盘日10月8日，起始资金100万元，业绩基准沪深均值，基准日5611 . 22点。10月9日收盘5383 . 70点，涨幅-4 . 05%。

A192018年10月10日 星期三
责编 刘建 美编 于娟 值班主任 姜瑞胜 城事·经济

据新华社上海10月9日电 经历了
前一交易日的全线重挫之后，10月9日
A股走势分化。上证综指率先企稳，录
得温和涨幅。深市三大股指则延续跌
势，“中小创”表现相对疲弱。
当日上证综指以2713 . 73点小幅

低开，早盘上摸2734 . 31点后震荡回
落，午后围绕前一交易日收盘点位窄幅
震荡。尾盘沪指收报2721 . 01点，较前
一交易日涨4 .50点，涨幅为0 .17%。
深市三大股指延续跌势。深证成指

收盘报8046 . 39点，跌14 .44点，跌幅为
0 . 18%。“中小创”表现相对疲弱，创业
板指数跌0 . 57%至1345 . 95点，中小板
指数收报5448 .13点，跌幅为0 .71%。
沪深两市近2100只交易品种收

涨，明显多于下跌数量。不计算ST个
股，两市30多只个股涨停。
行业板块告跌数量略多，但所有板

块涨跌幅度都不超过1%。机床设备、珠
宝零售、综合类、酒店餐饮表现相对较
好。收跌板块中，仅有机场服务、IT设备
板块跌幅超过或达到0 .5%。
沪深B指双双小幅反弹。上证B指

涨0 . 49%至284 . 81点，深证B指涨
0 .12%至949 .93点。

与前一交易日近2900亿元的总量
相比，当日沪深两市成交明显萎缩，分
别为1103亿元和1215亿元。
经过前一交易日的大幅调整之后，

投资者对于外盘股市走弱拖累A股的
担忧有所淡化。加上央行将于15日起调
降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市场对流动性
改善的预期推动沪指率先反弹。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近日，
证监会正式推出“小额快速”并购重组
审核机制。
随着证券市场并购重组交易日趋

活跃，交易金额小、发股数量少的小额
并购交易不断涌现。为适应经济发展
新阶段特征，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充
分发挥并购重组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
作用，证监会针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的小额交易，推出“小额快速”并购
重组审核机制，直接由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审核委员会审议，简化行政许可，
压缩审核时间。
在推进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的

同时，证监会将进一步强化监管，加
强对财务顾问、资产评估、审计、法
律顾问等中介机构的问责，充分发
挥中介机构资本市场“看门人”的作
用，强化市场激励约束机制，加大稽
查执法力度，坚决依法查处各类违
法违规行为。

□半岛记者 王媛 报道
本报10月9日讯 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将于11月5日至10日在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举行，将有来自130多
个国家（地区）的2800多家企业签约参
展。据博览会青岛交易团日前披露消
息，截至目前，青岛注册报名企业和单
位总数达到746家，审核通过企业和单
位470家，注册报名人员1343人。
为充分利用进口博览会“国家展、

企业展和经贸论坛”三大平台，帮助青
岛企业寻找商机，千方百计抓进口成
交，青岛交易团深入调研，摸清企业进
口需求，结合博览会参展商和展品信

息，与青岛外贸进口企业海关进口数据
进行比对，对筛查出的品类关联度高、
业务规模大的进口企业开展重点服务，
及时发送博览会展前和展中供需对接
会信息，积极组织青岛重点企业参加博
览会展前大型专场供需对接会，努力把
企业的具体需求转化为成交意向。
博览会期间，青岛交易团还将围绕展
会主题、目标和定位，组织开展高质量、高
水平的现场活动，组织采购商参加博览会
政策解读会、新品发布会、贸易治谈会、产
业对接会、采购需求发布会等现场活动，
加强与参展商的贸易、投资、技术、人才等
合作，着力扩大采购成交规模。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国家统
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9日联合发
布《2017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
报》。公报显示，2017年，全国共投入研
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7606 . 1亿
元，比2016年增长12 .3%；R&D经费投

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
2 . 13%，再创历史新高，比2016年提高
0 . 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
高级统计师张鹏介绍，我国R&D经费
投入增速保持世界领先，投入强度已达
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沪指率先反弹，深市延续跌势
投资者对于外盘股市走弱拖累A股的担忧有所淡化

■相关新闻
证监会推出“小额快速”
并购重组审核机制

470家青企将亮相国际进口博览会 9月新增信贷或达1.3万亿
机构对四季度信贷投放力度信心增强

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创历史新高

在定向引导的货币政策以及监管不
断释放积极信号的背景之下，新增信贷
投放有望持续改善。记者综合各家研究
机构数据预测以及采访情况来看，市场
普遍预计９月新增信贷环比有所增加，有
机构预计９月新增贷款规模将达１．６万亿
元。与此同时，机构对四季度信贷投放力
度信心增强，认为新增信贷在量上仍将
延续宽松局面，贷款利率也有望下行。也
有业内人士指出，释放的新增资金投向
仍是主要问题，引导资金流向实体企业、
加快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将是未来政
策重点，更多的政策组合拳可期。
数据显示，８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１．２８万亿元，２０１７年９月新增人民币贷
款１．２７万亿元。多数受访的专家认为，９
月新增信贷情况大概率好于上月及去
年同期。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及华

泰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李超均预计９月
信贷增量为１．３万亿元，增速为１３．１％。
国泰君安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
长春预计９月新增信贷１．４５万亿元。中
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预计９月新

增信贷１．４８万亿元，兴业银行首席经济
学家鲁政委预计新增信贷规模为１．６０
万亿元，较上月提高３２００亿元。
连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信贷增速

近几月反弹主要得益于定向引导的货
币政策以及表外转表内的融资需求，其
中居民中长期贷款依然较多，需密切关
注楼市调控的进度和成效。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范若滢表示，随着政府加大对基建的支
持，银行对企业中长期贷款的投放力度
将稳步增长，改变前三个季度企业中长
期贷款萎缩的局面。与此同时，受房地
产销售放缓等影响，居民住房抵押贷款
或将稳中趋降。
三季度以来，为应对宏观经济形势

新变化，监管部门在不断释放“稳增长”
和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的政策信号，而
央行再度实施定向降准也向市场传递
了“优化流动性结构，增强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能力”的意图。业内人士表示，在
目前的政策背景和市场预期下，商业银
行此前较为谨慎的风险偏好有望改善，
这也将推动信贷的增长。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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